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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近期在Netflix看了一部新日本動畫，劇名很長，就不多說。情節大概是一位不怎麼愛玩遊戲的日

本女高中生，禁不起朋友的一再請求，終於嘗試了一款使用虛擬實境模式來進行的遊戲。而這位

女高中生天分極高，沒兩下，登上排名前段班，成為遊戲裡的一等一的高手，而她自己也慢慢沉

浸在遊戲的世界裡。

故事的基本架構其實不算原創，畢竟之前已有鼎鼎大名的「刀劍神域」，美國也有紅極一時的 

「一級玩家」，這兩個影片內容都是以真實人類進入虛擬世界後所發生的種種情事為主體，也就

是強調「虛擬」的世界。而新看的這部動畫也是，只是主角變成了年輕女性，強調女性也同樣嚮

往在虛擬的世界裡征戰。

然而產業所說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其實跟電影與動畫完全不在同一個層次上，甚至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兩端。產業所說的主體都是「實境」，也就是「Reality」，虛擬僅是手段，或

者說是技術投入的層面。

目前的應用方向是要讓人更接近現實、真實、事實，是在思考怎麼透過虛擬技術來達到這個目

的。但一般人們的認知，卻經常誤以為虛擬才是重點。

另一個貌似與虛擬實境相對的，則是所謂的「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當然就是在實

體景物上添加虛擬物件的技術。雖然與VR採取的形式有本質上的差異，但在核心上仍是環繞著

「實境」上，所以跟VR的立意其實並無不同。

至於MR（Mixed Reality）當然就是整合了上述兩者的技術應用，功能性也就更廣泛了一點。它

有VR強大的環境虛擬能力，同時也有AR在實體環境的互動性，所以是個更理想的虛擬應用系

統。

而話說回來，「實境」是從產業應用的觀點來切入，目的是要解決一個實實在在的實體問題；若

從「虛擬」的方向為重，則將呈現完全不同的發展風貌，它似乎可以沒有邊際，無窮無盡，也更

加自由和充滿樂趣，當然也就更令人嚮往，無怪乎成為電影與動畫的主題。

隨著時間的發展，說不定真的「虛擬」最後變成了主角，因為大家太想活在虛擬的世界，而所有

真實的一切，都是為了成就虛擬的生活。是不是真會如此，還真的不好說。

實境 OR 虛擬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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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副所長

從美國管制華為觀察美中衝突
對我半導體產業的影響

美國商務部自2019年5月開始宣布將中國大陸

通信設備大廠華為及其子公司，列入實體管制

清單，但原本對海外企業採取最低比例原則。

而美國於2020年5月宣布，對華為進行更嚴格

的出口管制，對海外公司出口到華為的半導體

產品進行全面控管，禁止任何包含美國技術的

晶圓代工廠商對華為提供服務。

同年8月間美國公布更嚴格的規範，包含禁止

美國以外的企業將任何採用美國軟體及技術所

設計的晶片出貨給華為，進一步限制華為獲取

美國技術的能力。美國同時在實體清單中新增

38家華為旗下企業，主要涉及華為雲服務，進

而使華為旗下受出口管制的企業達152家。

相關限制在經過緩衝期後，於2020年9月15正

式生效。比較美國商務部在5月以及8月的公告

內容，原本美國境外的IC設計業者處於模糊地

帶，8月的公告則進一步將IC設計業者納入管

制範圍，可謂完全阻斷華為的晶片供應來源。

台灣半導體供應鏈與華為具有緊密的關連，一

方面IC設計業者提供行動電話應用處理器、網

通晶片、面板驅動IC等產品予華為或其旗下的

子公司，部分記憶體的供應亦來自台灣業者；

另一方面，晶圓代工與封測業者亦提供代工服

務予華為的子公司海思。

原本在2019年美國商務部公布實體清單時，

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鏈所受影響有限，甚至因華

為、海思採取提高庫存以因應美國管制措施的

對策，一度使華為佔台灣晶圓代工業者的營收

比重攀升，也導致傳統淡旺季規律被打亂，甚

至抵銷了部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對半導體

業的衝擊。

對台灣IC設計業者而言，美國政府在2020年5

月至8月間的空窗期，亦使華為順勢加大對外

的晶片採購，導致台灣IC設計業者出現一波營

運高峰。當然，此一空窗期也因後續8月新增

的公告而消失，導致對華為的營收將明顯減

少。

當然美國商務部也應產業界要求，表達將重新

審視現有管制清單，對非敏感科技的產品進行

逐項審核，若海外廠商能夠在完全不依靠美國

技術的情況下提供相同規格的產品，則對於該

項產品的管制禁令將進行鬆綁，不過美國政府

未公布時間表。

從美中衝突對台灣半導體業的影響觀之，對台

灣的IC設計業者而言，若未來美國管制禁令不

鬆綁，導致華為在相關產品的市佔率大幅滑

落，但在終端消費性產品如行動電話等之市場

需求未改變的前提下，華為損失的市場，預估

將由其他品牌業者瓜分，如Oppo、Vivo與小米

等中國本土品牌，或三星、蘋果等國際品牌。

台灣IC業者在消費性電子、資訊產品與通訊產

品等供應鏈居重要地位，這些取代華為市場的

品牌業者，除三星以外，其餘多數仍需仰賴台

灣的IC產品。因此，台灣IC業者因美國管制華

為事件的影響，短期內雖然可能出現營運下滑

的壓力，但在終端品牌市占重組的情況下，所

受影響應屬有限，僅止於客戶組合的改變。

台灣IC業者因美國管制華為事件在短期內可能出現營運下滑的壓力，但

在終端品牌市占重組的情況下，所受影響應僅止於客戶組合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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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用研究中心 特約
研究員

專利該繼續維護或放棄？
專利有維護策略嗎？

維護一份台灣專利到專利權期滿約需新台幣18

萬元，而維護一份美國發明專利約需美金1.2萬

元以上，在如此高昂的負擔下，辛苦取得的專利

該繼續維護、維護到什麼時候？該放棄、到什麼

時候該放棄？有沒有其他的選擇？整理2019年

TSMC、Samsung、Intel等公司的美國半導體專利

年費續繳率，Intel在各期年費續繳率均最低，而

Samsung在面對第四期年費續繳率仍有94.5%。

從年費續繳率固然無法判斷哪家公司的專利維護

策略比較高明，但可以確定的是面臨專利維護與

否的抉擇，對專利權人都是專利價值判斷與財務

挑戰間的衝突拉距。

專利該繼續維護或放棄呢？首先該考量的是該專

利(或專利組合)在公司現有的技術(產品)或未來

技術(產品)發展上所扮演或期待扮演的角色，與

當時該專利在申請時或布局時所考量的技術需求

與角色是否依然相符？是否有調整的必要？該專

利技術在當初所設想的角色上是否已有更具競爭

性的取代型技術出現？該專利技術的角色調整對

自己的專利組合型態有什麼影響？公司原規劃的

技術發展路徑是否會發生變化？

如果繼續維護該專利(或專利組合)，對自己是技

術層面上因角色調整而有加分效果的進取意義，

還是技術層面上繼續維持原角色的保護意義？

對於未來技術(產品)上是否存有技術聚合過程中

可扮演角色？這些考量，會有多久的時間效益？

如果放棄維護該專利，是否意味一系列技術在現

有產品上或已不存在影響力？是否必須擴充到其

他專利(或專利組合)的全面檢討而非單點檢討？

該專利影響的層面是否有考慮周全？或許也有回

溯當時研發策略來進行檢討的必要，當初是什麼

樣的決策造成今天看來無效的研發支出？如果確

定申請時的需求已不復存在，則需注意放棄該專

利是否會影響現有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地位，給

予競爭產品有可乘之機。此外，儘管在現有產品

上或已不存在影響力，那麼對於公司未來產品發

展上是否有其可扮演角色？這些衡量，都應予制

度化並留下每次維護評估的紀錄，作為下次評估

的參考依據。

在繼續維護與放棄維護之外，也許還存在其他的

可能性。如同檢視該專利在自己現有的技術(產

品)或未來技術(產品)發展的角色般，也可檢視該

專利對競爭者的技術（產品）發展潛在影響或需

求。透過技術發展路徑分析將自己與競爭者間的

專利（技術）布局相對定位標示出來，從中鎖定

該專利在產業技術發展路徑上的位置，藉此瞭解

其與競爭者擁有專利間的技術連結關係，發掘該

專利潛在的適合擁有者，進一步尋求技術授權或

合作者的機會。

要判斷專利的潛在應用價值確實不容易，但仍有

方法可依循。除了敏銳的市場嗅覺，技術長可透

過系統性的監控產業技術以及競爭者技術動態，

釐清專利在產業技術發展路徑上的相對位置，與

競爭者的競合關係，藉此掌握專利的潛在價值。

這樣系統性的例行分析，除了可作為專利維護與

否的考量外，亦是尋求技術授權或合作的重要參

考資訊。

（本文共同執筆：王俊傑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

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技術長的專利策略

技術長需要對競爭對象的檢視是：他們的技術核心是什麼？會對我形

成威脅？在我的產品進化路徑上未來會有技術碰撞或衝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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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120奈米與5奈米的交互作用
目前有兩個影響世界甚為巨大的東西，

一個是直徑約120奈米的新冠病毒，
一個是5奈米製程的積體電路。新冠病毒的

出現，影響了全球經濟發展與生活型態，更

造成眾多生命的損傷；至於5奈米半導體製

程進入量產則是2020年電子產業的一大亮
點，已經為IC設計投下更多應用的可能。乍
聽之下這兩個東西有什麼交互作用呢？現在

看到的就是新冠病毒拉遠了人們的距離，人

們更依賴電子科技來傳遞訊息，並使用各類

自動化設施來代替直接感官接觸的人工運作

模式。

這樣看來，短期內電子產業的前景似乎更為

看好，但這只是表面一層的交互作用，許多

深層的互動，可能還會許多意想不到的結

果。120奈米的新冠病毒與5奈米的半導體，
在尺寸上差距不大，不過兩者卻會產生截然

不同的現象，新冠病毒所呈現的是「生理現

象」，而半導體呈現的是「物理現象」，在

這兩個現象之間除了上述的此消彼長之外，

未來也可能互相轉化、運載或產生各種交互

作用，甚至「心理現象」。

關於轉化或產生心理現象，在當今半導體的

製程來看，可能還屬於「科幻般」的想像，

在這裡只能談談一些原則或低層次的推演，

所以在可見的未來應把重點放在相互「運

載」的作用或可能。首先應了解，近日台積

電表示在2奈米的研發上取得重大突破，將
採用多橋通道場效電晶體（MBCFET）架
構，2023年期可做風險式試產，並且也準備
向1奈米技術挺進，摩爾定律會繼續演化下

去嗎？

假設半導體到了1奈米之後，這些物理現象
也都可控制，但仍是電子產品，不會直接轉

化成生化產品，因為120奈米冠狀病毒它的
RNA基因組所隱藏的密碼非常複雜，更何

況它不只是編碼問題，它存於細胞蛋白質中

的轉錄現象，更是一種生理現象，不是一般

物質可達成。所以，半導體在120奈米大小
的空間中要呈現那些訊號，恐怕得要飛米以

下的製程才有可能，並且再要用RNA的物
質來製造。至於傳言新冠病毒可能是在實驗

室人工培植產生，也沒有中間宿主，更是神

秘難以控制了。

談到交互產生「心理現象」的可能，那就更

玄了，生理或物理現象會影響心理這個大家

都明白，但要產生獨立的心理現象幾乎不可

能，除非宿主反過來附身在複製人或機器人

裡變成自然人，不過這也太詭異。在低層次

的感受裡，則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例如新冠

病毒會讓患者失去嗅覺或味覺，或者因生

理、物理現象產生其他幻聽、幻覺、憂鬱、

躁鬱等覺受，而人工智能，如果將來到處

都是AI on Chip，並且能夠直接連上生物神
經，才會從物理現象轉化為生理現象。

所以，半導體到了1奈米以下，幾乎是沒有
意義，或者說是極度危險的一件事，因為不

管是病毒或半導體，都只是一種形象、一粒

微塵，從形象交互作用產生各種現象，包括

物理現象、生理現象或心理現象，都會越來

越複雜難以控制，例如把病毒株培植在晶片

裡，利用晶片超能力的物理現象來「運載」

病毒或「製造」病毒，是目前比較有可能的

應用，如果被有心人士拿來作定時、定點的

病毒攻擊，屆時要如何防護呢？

總而言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從形

象到現象，若執意於極微塵的發展，各種交

互作用將更難控制，在佛法裡還列舉了許多

非形象與非現象的不相應行法與無為法，「

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看透

了，才能解決與超越世間的種種問題。

文/亭心

亭心就是站在涼亭上觀看這
個世界萬事萬物的心，透過

平心靜氣與客觀超然的態度

來呈現出事物的真相。亭心

也可以說是停心，當我們要

真正體會任何一種時空現象

時，就得停定在同理心與同

事情的基礎上，這樣才能了

解事物的箇中三昧。所以亭

心既是我的心、你的心，也

是大家的心，它總會交錯在

不期而遇的十方三世之中。

120奈米的新冠病毒呈現的是「生理

現象」，與5奈米的半導體呈現的是

「物理現象」，兩個之間除了此消彼

長之外，未來也可能互相轉化、運載

或產生各種交互作用。

從形象產生種種現象與交互作用示意，
圖中左方120奈米的新冠病毒與5奈米製
程的晶片，都有形象，都是世間一種微
塵，隨著微塵的性質則會產生種種現象
或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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